
邹平县韩店派出所：

营营造造““三三大大环环境境””护护航航企企业业发发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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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思维模式

打造企业安全生产环境

“安全重于泰山”，韩店派出
所始终把维护企业安全作为日常
工作的重中之重，创新工作思维，
变“让我干”为“我要干”，从企业
日常经营及员工安全教育等方
面，建立健全各项机制。

一是建立安全隐患“大家查”
机制。在企业内帮助企业建立安
全隐患排查小队，小分队定期对
企业内所有设施进行安全隐患排

查。在每个企业内设立专管民警，
不定期对辖区企业进行隐患督
查。今年以来，共组织隐患排查18
次，发现安全隐患9处，全部及时
予以整改。

二是建立企业安全联席会制
度。每月月初定期到辖区企业召
开“企业安全生产联席会”，群策
群力共同维护企业的生产安全。

三是建立职工安全讲座制
度。定期组织法制员到企业，对工
作在生产一线及安全保管部门的
职工进行安全知识授课，定期进
行消防安全应急处置、安全事故

处置等演练。截至目前，共召开安
全讲座8场，组织消防演练2次。

强化业务保障

打造优质服务人文环境

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服务环境
的好坏息息相关。派出所主动转
换角色，变管理型为服务和管理
相结合、重在服务的基础警队，尽
可能地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服
务环境。

一是推行信息化服务。为迎
合企业年轻职工需求，派出所率
先建立了《韩店派出所治安管理
平台》微网站，并印制成宣传页向
辖区企业进行发放。企业职工只
需通过微信扫描二维码，就可以
全面了解全镇近期治安形势，并
可以预约办理户口、身份证等业
务。平台建立以来，已在线回答群
众疑问80余条，预约办理业务230
余件。

二是对重点事项特事特办。
韩店辖区存在多家涉外务工人员

企业，对于企业的外籍职工，每年
办理签证总是很繁琐的事情。为
减小企业办理难度，韩店派出所
派专人全程帮助办理，并及时与
上级出入境管理部门联系，最大
限度减免部分程序。今年以来，共
为6人办理了年签证手续。

三是实行上门服务。专门印
制警企连心卡，上门发送给企业
法人代表，承诺无论什么时候遇
到治安问题，直接拨打联系卡上
的电话，就会得到满意的答复。今
年以来，民警义务上门为企业办
理各种证件达320余人次，为企业
排忧解难达20余件次。

打防多措并举

打造良好社会治安环境

企业要发展，治安要先行。韩
店派出所紧紧围绕企业发展,以
治安整治为重点，进一步规范企
业内保组织，强化企业自身防范，
大力整治企业周边治安秩序，建
立企业安全隔离带，为企业的健

康、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治安
环境。

一是加强企业内外防范。对
辖区内重点企业明确责任领导和
责任民警，帮助企业建立健全内
部保卫组织，设立专职巡逻队，完
善内部防范机制。今年以来，全镇
刑事发案和可防性案件与去年同
比分别下降11%和17%。

二是强化企业技防建设。积
极协调重点企业，强化企业周边
重点道路视频监控建设，先后投
资40余万元，建设高清枪机36个、
球机4个。

三是适时组织开展专项整
治。定期收集企业对影响发展和
工程建设问题的意见建议，适时
开展企业周边秩序治安整治专项
行动。今年以来，共开展各类专项
行动12次，清理出租房屋115间，
核查暂住人口1100人，破获各类
案件30起，抓获违法犯罪人员6
名，协助经侦部门破获一起特大
经侦案件，为辖区某企业追回经
济损失20万元。

邹平县韩店镇位于邹平县城北部，辖区面积85 . 9平方
公里，辖46个行政村，常住人口4 . 2万，流动人口2万，企事业
单位58家，规模以上企业9家，其中上市公司4家。如何更好
地服务企业发展，是韩店派出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今
年以来，韩店派出所坚持把服务企业发展作为第一要务，
努力找准公安工作服务经济发展的切入点，强化服务措
施，拓展服务范围，增强服务职能，为镇域经济社会发展营
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本报通讯员 张保露 刘晴

驾驾套套牌牌出出租租频频盗盗汽汽车车轮轮胎胎
经区分局破获汽车轮胎被盗案，涉案5000余元

本报11月3日讯(通讯员 颜
红兵 张宏州 记者 王忠才 )

10月28日，滨州市公安局开发
区分局刑侦大队经过缜密侦查，
周密部署，将盗窃汽车轮胎犯罪
嫌疑人邢某、刘某抓获归案。发生
在辖区内，影响极坏的系列盗窃
汽车轮胎案件被侦破，群众拍手
称赞。

10月上旬，辖区内杜店办事
处地处南北相距3公里的两村附
近接连发生多起汽车轮胎被盗案
件，十余辆汽车轮胎被盗窃。案发
后，周围群众议论纷纷，经区公安
局一方面加大这两个村居周边的
巡逻防控，另一方面，由刑侦大队
立即组织精干力量，开展侦查工

作。
经过现场查看，走访周边群

众，调取案发周边监控，民警发现
一辆套牌出租车经常出现在案发
地，且形迹可疑。办案民警顺藤摸
瓜，发现这辆套牌出租车驶入了
滨城区某小区。后办案民警连续
两天在该小区附近深入调查，最
终确定了犯罪嫌疑人邢某和刘
某，并一举将其抓获。

经进一步讯问，犯罪嫌疑人邢
某、刘某对10月份以来窜至滨州经
济开发区杜店办事处盗窃汽车轮
胎十个，涉案价值5000余元的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犯罪嫌疑人
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
步审理中。

博博兴兴经经侦侦““四四法法””提提高高制制度度执执行行力力
本报11月3日讯(记者 王

忠才 通讯员 高静) 今年以
来，博兴县公安局经侦大队结
合实际、因地制宜，运用四种方
法，重点解决制度执行力这一
难题，切实推动队伍建设。

领导带头法。多年的工作
经验证明，要解决制度执行力，
必须坚持“治警先治长”、“严下
先严上”的做法。该队领导班子
首先统一了思想和认识，从自
身做起，从小事做起，树立起制
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
有例外的制度观念和平等意

识，敢于“革自己的命”， 在全
局民警面前率先垂范，带头尊
重制度、遵守制度。对于工作中
的违反制度的行为，不管涉及
到谁，始终做到发现一起，坚决
处罚一起，绝不手软，更不护
短，营造出一个人人自觉遵守
制度的良好氛围。

规范管理法。在全队范围
内开展精细化管理，将各项业
务工作和队伍建设的目标要求
细化、量化、过程化、制度化，对
单位和民警个人工作进行精细
管理、量化评价、按等级激励，

建立起“工作规范化、管理精细
化，考评层级化，激励多元化”
的内部管理模式，在全局开创
你追我赶、力争上游的工作局
面

排位通报法。即建立起有
效的透明的监督机制。要提高
制度执行力，实现制度的约束
作用，关键还得形成一个健全、
有效的监督机制。该大队坚持
深化目标责任管理考评，按月
对各中队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和
各中队民警考核结果进行打分
排名和网上公布。通过定期通

报，激发民警的荣誉感，树立争
先创优的良性竞争局面，达到
促进工作开展和落实制度的双
重效果。

适时曝光法。曝光亮丑不
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大队在
醒目位置设置了一处警示栏，
及时将民警各种违反制度的行
为以书面通报的形式张贴出
来，既批评了违反制度的行为
人，又起到了警示他人的作用，
在全队内树立一股正气，引导
大家严守纪律的高压线，自觉
遵守制度。

阳阳信信经经侦侦提提升升工工作作效效能能服服务务经经济济发发展展
本报11月3日讯(记者 王忠

才 通讯员 周敏) 阳信县公
安局经侦大队紧紧围绕经济建
设这个中心任务，以群众满意为
工作目标，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全面防范和打击各种经济基础
犯罪活动，进一步提升队伍战斗
力，使经侦工作迈向了新台阶。

大队把防范宣传作为一项
经常性工作来抓。及时向群众

宣传经济犯罪的新动向，增强
群众和企业的防范意识，调动
社会各界参与防范和打击经济
犯罪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案件的发
生，最大限度地减轻经济犯罪
的危害。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群
众的合法权益。在提高重大经
济犯罪案件打击实效的同时，
他们认真对待日常群众报案，

做到及时受理，认真查证，及时
处理，同时增强办案过程的透
明度和规范度。特别在侦办小
案件的工作中，坚持把涉及群
众利益的“小案件”切实做好防
逃、控赃和追逃、追赃工作，努
力实现“人到案、钱追回”，把受
害群众的经济损失降到最低程
度，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为有效提升工作效能，服

务当地的经济发展龙口经侦大
队注重民警队伍建设。坚持狠
抓思想政治建设，教育引导经
侦民警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
性观念，铸造经侦队伍的忠诚
警魂。坚持狠抓专业化建设，使
大队民警业务能力进一步提
升、做群众工作的水平进一步
提高，全面提升经侦队伍的思
想素质和实战本领。

沾化车管所打好

文明交通宣传战

本报11月3日讯(记者 王忠
才 通讯员 张云梓 刘琳 )

沾化公安交警大队车管所以文明
交通行动计划为载体，突出宣传
重点，创新宣传形式，多措并举开
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邀请重点驾驶人来到交通安
全宣传教育基地，对驾驶员开展
面对面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通
过上交通安全课、发放宣传资料、
通报典型交通事故案例等方式对
驾驶员开展全方位的宣传教育，
同时提醒驾驶员要认真吸取事故
教训，要充分认识到超速、超员、
超载、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交通
违法行为的危害性，从而自觉抵
制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沾化强化秋冬季

危化品运输车管理

本报11月3日讯(记者 王忠才
通讯员 张云梓) 近日，为进

一步维护持续安全、有序、畅通的
道路交通秩序，沾化公安分局交警
大队针对秋冬季节道路交通安全
管理工作特点，组织警力在辖区严
查危化物品运输车辆，重点针对危
化物品运输车辆的相关手续、运行
路线和安全设施等进行重点检查，
对检查中存在的标识模糊、放大号
不清、安全设施不全等问题坚决责
令驾驶员当场整改，整改不合格坚
决不予放行，同时加大危化物品运
输车辆运行路线和时间的巡查，力
求在检查中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消除隐患。

博兴曹王所及时

救助一受伤男子

本报讯 10月22日早上8点半
左右，曹王派出所接到报警称：一
名大约50来岁的男子躺在地上，头
部受伤，地上有血迹，民警赶紧拨
打120急救电话，同时联系其家人。
后经过多方询问得知，此人系曹王
镇闫厨村村民吴某，自己骑着电动
三轮车撞到路沿石上跌落导致受
伤。等到120救护车到达现场后，民
警协助其家人将吴某送往医院进
行救治，其家人对民警的热心帮助
深表感谢。 (通讯员 刘伟)

一辆车的四个轮胎都被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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